國立體育大學學生取得證照獎勵之證照標準表
103 年 2 月 26 日獎勵學生取得證照之審查會議通過
103 年 10 月 6 日獎勵學生取得證照之審查會議修正
104 年 4 月 2 日國立體育大學 103-2 學期學生取得證照獎勵標準調整會議修正
104 年 11 月 3 日獎勵學生取得證照獎勵標準調整修正
105 年 5 月 9 日國立體育大學 104-2 學期學生取得證照獎勵標準調整會議修正
105 年 10 月 19 日國立體育大學 105-1 學期學生取得證照獎勵標準調整會議修正
106 年 4 月 20 日國立體育大學 105-2 學期學生取得證照獎勵標準調整會議修正
106 年 9 月 21 日國立體育大學 106-1 學期學生取得證照獎勵標準調整會議修正

證照等級

發證單位

證照名稱

中華民國各單項運動協會(註 1)

裁判證、教練證 A 級

大專體育總會、
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第一級
(最高級)

裁判證、教練證 A 級

各級縣市政府體育會

裁判證、教練證 A 級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跆拳道段証四段(含)以上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中華民國柔道授段證書四段(含)以上

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

國術段位三段(含)以上

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學會

肌力與體能訓練乙級教練證

台灣職業高爾夫協會、
台灣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

專業教練證、職業選手證

中華民國幼兒體育發展協會

幼兒體育指導證 A 級

中華民國地板滾球協會

地板滾球 A 級教練、裁判證

台灣運動心理學會

運動心理諮詢老師

衛生福利部核可訓練機構

中級救護技術員證 EMT2

教育部

中級國民體能指導員證、中級體適能指導員證

美國肌力與體能協會(NSCA)

肌力與體能訓練專家(CSCS)、
個人運動指導員(CPT)

AFAA 美國有氧體適能協會(註 2)

運動教練證、個人體適能顧問

美國運動醫學學會(ACSM)

健康體適能指導專家(HFS)、個人運動指導員(CPT)
團體運動指導員(GEI)、運動生理專家(EP-C)

國際運動有氧體適能聯盟(FISAF)

體適能指導教練證照、私人體適能教練證照

American Council on Exercise(ACE)

健康體適能指導專家(HFS)、個人運動指導員(CPT)

教育部體育署

運動傷害防護員通過考試證明

美國野地教育協會

野地教育檢核員

台灣國際專案管理師協會

國際專案管理師(PMP)

考選部

領隊人員普考、導遊人員普考

National Outdoor Leadership School

LNT(Leave No Trace) Master

American Canyoneering Academy

Canyoneering(峽谷探險) leader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引導員

Wilderness Medicine Association

WFR(Wilderness First Responder)

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運動設施經理人中級證照

證照等級

第一級
(最高級)

第二級
(中級)

發證單位

證照名稱

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
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

救生教練證

國際潛水學校聯盟

ADS 潛水教練證

American Sailing Association (ASA)

重型帆船 ASA105(含以上)

考選部

營養師

中華民國各單項運動協會(註 1)

裁判證、教練證 B 級

大專體育總會、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裁判證、教練證 B 級

各級縣市政府體育會

裁判證、教練證 B 級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跆拳道段証(三段)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中華民國柔道授段證書三段

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

中華民國武術總會授段證書二段

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學會

肌力與體能訓練丙級教練證

中華民國幼兒體育發展學會

幼兒體育指導證 B 級

中華民國地板滾球協會

地板滾球 B 級教練、裁判證

台灣自行車協會

自行車 B 級領隊證

教育部

初級國民體能指導員證、初級體適能指導員、
國民體能檢測員

中華民國體適能瑜珈協會

體適能瑜珈中級教練證照

台灣水適能協會

TAFA-AFIC 水中體適能指導員證照

中華民國有氧體能運動協會

銀髮族功能性體適能指導員、進階有氧舞蹈證照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體適能有氧舞蹈指導員證照

健康體適能專業學院(HFPA)

阻力訓練專家

台灣基督教青年會協會(YMCA)

高齡者預防照護健康促進指導員證

整合訓練協會

中級壺鈴教練證照

Radical Fitness

Radical Magadanz、 Oxigeno、Fight do、X55
Official Trainer

美國野地教育協會

野地教育戶外教師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攀登嚮導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副引導員

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運動賽會經理人證照、運動設施經理人證照、
運動行銷經理人證照

中華民國紅十字協會

高級急救員證

衛生福利部核可訓練機構

初級救護技術員證 EMT1

中華民國游泳裁判教練協會

游泳 B 級(含)以上教練證、
適應體育 B 級游泳教練證

Rescue 3 Taiwan

Swiftwater Rescue Technician Level 2
（激流操作二級）

American Canyoneering Academy

ART Canyoneering level 2

American Sailing Association (ASA)

重型帆船 ASA103、104

Radical Fitness

Ubound 活力躍蹦跳跳床有氧課程證照

證照等級

發證單位

證照名稱

中華民國各單項運動協會(註 1)

裁判證、教練證 C 級

大專體育總會、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裁判證、教練證 C 級

各級縣市政府體育會

裁判證、教練證 C 級

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跆拳道段証(二段)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中華民國柔道授段證書二段

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

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授段證書一段

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聽障運動教練證

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全國特殊奧林匹克 C 級教練證

中華民國地板滾球協會

地板滾球 C 級教練、裁判證

台灣自行車協會

自行車 C 級領隊證

臺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

運動急救員證

泰洛比健康促進協會

泰洛比運動訓練證照

中華肌內效協會

C 級肌內效認證

AFAA 美國有氧體適能協會

基本救命術認證檢定

中華民國拳擊武術有氧體適能協會

中華民國 C 級拳擊武術有氧體適能教練

中華民國體適能瑜珈協會

體適能瑜珈初級教練證照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

體適能健走、健身、樂齡、休閒養生運動指導員

第三級
(普通級)
中華民國有氧體能運動協會

國際活耀老化體適能指導員證照、
銀髮族功能性體適能檢測員、
基礎有氧舞蹈課程證照、
有氧踏板課程證照、武術有氧證照、
肌力延展證照、健康體適能指導員-初級、
銀髮族平衡防跌檢測員證照

台灣基督教青年會協會(YMCA)

GEI 團體運動指導教練、PTI 個人體適能指導教練

台灣肌能系貼紮協會

肌能系貼紮技術認證操作者(CKTP)

臺灣運動休閒產業經理人協會

飛輪有氧師資培訓證照

整合訓練協會

初壺鈴教練證照

美國野地教育協會

野地教育戶外領隊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體驗教育助理引導員

National Outdoor Leadership School

LNT Trainer(Leave No Trace)

Wilderness Medicine Association

WFA(Wilderness First Aid)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

登山嚮導、攀岩 CB Test、C 級運動攀登教練

中華專業認證協會

青年活動企劃師

外貿協會

會展服務專業人才證照

亞洲體驗教育學會

助理引導員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認證

中華民國遊程規劃設計協會

國內遊程規劃師初階

證照等級

發證單位

證照名稱

中華民國紅十字協會、
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

救生員證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縣市政府消防局、
臺灣急救教育推廣與諮詢中心、
衛生福利部核可訓練機構

CPR 證照、CPR+AED 基本救命術

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
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
中華民國海爆協會、

丙(C)級游泳教練證

中華民國游泳裁判教練協會

適應體育 C 級游泳教練證

中華民國潛水協會

浮潛 C 級教練證

第三級

中華民國潛水協會、

(普通級)

中華台北水中運動協會

二星水肺潛水員、CMAS 二星潛水員

國際潛水學教練聯盟

A.D.S 高級水肺潛水員

中華民國浮潛協會

高級浮潛員

American Canyoneering Academy

ART Canyoneering level 1

Rescue 3 Taiwan

Swiftwater Rescue Technician Level 1
（激流操作一級）

American Sailing Association (ASA)

重型帆船 ASA101

台灣運動保健協會

Ｃ級壺鈴教練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運動保健師資培訓課程

臺灣運動營養學會

運動營養訓練課程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中華民國水
域訓練檢定協會 SUP 立式划槳委員會

丙級立式划槳 SUP 教練

註 1: 各單項運動協會：為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所認證的單項協會方屬之。
註 2: 美國有氧體適能協會運動教練：基本有氧、拳擊有氧、階梯有氧、重量訓練、個人運動指導、墊上
核心運動訓練等。

